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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脱贫攻坚战叩响幸福之门
本报记者 樊娅楠

2016年至2017年，西宁实现了
180个贫困村退出，5.1万贫困人口
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底的
12.1%下降到2.7%……

大通县边麻沟花海农庄中香
味扑鼻；湟源县麻尼台村的家庭宾
馆一家挨着一家；三县易地搬迁点
建设热火朝天，一个个新农村建设
雏形显现；扶贫产业园区企业机器
轰鸣，产销两旺……

在脱贫攻坚这场输不起的战
役中，西宁连战连捷、战果累累！
作为我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西宁
举全市之力，聚全民之智，精心谋
划，精准发力！市委市政府把脱贫
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在市扶贫开发工
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市委书
记王晓指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及
其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脱
贫攻坚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更
加主动自觉地履行脱贫攻坚的重
大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地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

使命，在奋进中彰显力量；号
角，在攻坚时更加嘹亮。伴着“决战
决胜同步全面小康”的嘹亮号角，在
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
下，西宁切实增强“精准扶贫不落一
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崇高使命放
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全力
以赴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贫困
群众敲开了奔小康的幸福之门。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要想打好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好的指挥和谋划必不可少。

2016 年以来，我市自上而下成立了由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任组长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四级书记抓扶贫，
逐级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市委书记王晓亲自主持召开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35 次，及时传达学习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会议、文件、领导讲话精
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多次赴三县检查指导工作，
走村入户、访贫问苦，与大家一起找问题、查短板、议思路、定
措施，研究解决脱贫攻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市主要领导包
县督战，市级领导包乡督导，推进工作。各级党委政府牢固
树立主体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年度脱贫目标任务，进一
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突出成效，从严从细抓落实。行业部
门聚焦攻坚补短板，社会各界积极助力促脱贫，合力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

点兵点将组队列，科学谋划巧布阵。在广泛深入调研、
综合考虑我市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西宁市脱贫
攻坚行动方案》，提出了“八个一批”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和十
二个行业专项方案，制定了《西宁市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季度
考核办法》《西宁市行业扶贫目标任务季度考核办法》《西宁
市脱贫攻坚责任制督查巡查及考核办法》，形成了覆盖范围
广、综合性强、含金量高的“1+8+12”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明
确了精准施策的行动路径。通过压责任、树导向、严规矩，推
动中央及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建立督查巡查、约谈问
责机制，加大跟踪问效。健全监督执纪工作机制，强化警示
教育，集中开展专督查检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形成强大威
慑力。健全精准识别、动态管理机制，扎实开展“回头看”工
作，对识别不准、“应退未退”人员及时销号，将“应纳未纳”的
重新挂号，提升了对象识别精准度。

“你看，这些苗圃就是我们的
‘绿色银行’，现在储蓄越多优质
树木，将来得到的经济回报就越
大。日子肯定越来越好。”看着成
片的苗圃，湟源县申中乡前沟村
贫困户严国仓喜笑颜开。在前沟
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年仅 60 岁的
严国仓越发觉得：这几年赶上的

好事是越来越多了。
从 2016 年起，他成为村里的

林业生态管护员，每个月有近千
元的收入；去年他通过结对帮扶
苗圃项目获得分红 4600 元，今年
还能分得 6000 元；也是从去年开
始，他通过国际农发基金六盘山
片区扶贫湟源县苗木繁育项目分

得苗圃 0.264 公顷，只等苗圃长大
售出后即可获利。

与严国仓一样，这几年，在扶
贫政策的温暖下，前沟村贫困群
众的心头亮了起来，生活更有了
希望，村民靠着土地和“绿水青
山”吃上了“生态饭”，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叩响幸福之门叩响幸福之门】】

“人均收入较低，危旧房随处可见，是外人很少知晓
的偏僻贫困村。”说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到包勒村的情况
时，湟中县上五庄镇包勒村原第一书记戴航感慨道。

包勒村位于湟中县西北部，处于水峡森林公园边缘，
森林覆盖率 90%以上。凭借这一资源优势，包勒村在戴
航的带领下找穷根，思对策，走上了乡村旅游发展的路
子，叩开了脱贫攻坚的大门。

包勒村也从一个远在深山无人知晓的山村，变成依
托青山绿水，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度假消费的好去处。两
年累计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实现农民旅游收入 200 万
元，年农民人均旅游增收3000余元。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打好扶贫攻坚
战，是头等大事，是第一民生工程。没有保障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三保障”的扶
贫，不能叫真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
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西宁样本西宁样本】】

2016年以来，我市坚持把易地扶贫搬
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稳步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工程。按照人口梯度转移、草

场流转经营、产业
集约发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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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751 户 、2618
人）。在注重“怎么搬”的同时，突出“怎么
办”的问题，把后续产业培育、贫困人口技
能培训和就业作为后续保障，确保贫困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脱贫攻坚
作为一场输不起的“政治仗”“民心仗”，从

百姓最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保着手，织就
了一张有温度的扶贫民生网。全面实行
贫困家庭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政策，2016
年以来，落实各类资助资金 11778.25 万
元，惠及贫困学生 8.43 万人次；对有需求
的11750名贫困家庭劳动力进行了职业技
能培训；落实资金 2649.25 万元对 2430 名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生885名）贫困家庭大
学生每人每年资助7000元，每月发放生活
补助453元，着力解决了因学致贫问题。

健康扶贫方面，我市全面落实医疗救
助。2016 年以来 10158 人次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共报付医疗保险费2420万元；按
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
行动计划，全力推进14种大病贫
困患者集中救治和 25 种门诊
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工作，
对 重 病 患 者 实 施 兜 底 保
障。“幸福西宁·健康药箱”
和慢性病贫困患者多次免
费用药两项惠民政策受益
群众分别达到 30.5 万人次
和 1.89 万人次。实施医疗
救助 3.35 万人次，临时救助
3.82万人次，发放救助金2.21
亿元，贫困群众因病致贫返贫
压力得到缓解。实施贫困人口

“健康保”保险项目，为 1.7 万贫困户

提供了商业保险保障，截至目前“健康保”
共赔付 12542 人（次），赔付金额 791.16 万
元，减轻了贫困户就医负担，为贫困户脱
贫再添了一道保障。

为了不让一名贫困家庭孩子因贫失
学辍学，不让一名群众因病致贫返贫，不
让一名贫困户住在危房里担惊受怕，乡乡
有标准中心校、有达标卫生院、有便民服
务中心；村村有硬化路、有卫生室、有文化
室、有宽带网；户户有安全住房、有生活用
电和饮用水……这几乎是大通、湟中、湟
源各贫困村的民生“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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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扶贫生态扶贫生态扶贫
绿了山川富了百姓

2016 年以来，西宁投入 3 亿
元，扶持1.48万户贫困户发展到户
产业，实现5万有能力有意愿的贫
困人口产业扶持项全覆盖。投入
8800 万元，实施 30 个村旅游扶贫
项目，打造了花海农庄、乡趣卡阳

等一批乡村旅游品牌，带动811户
贫困户、2777个贫困人口参与发展
农家乐、乡村土特产品销售等实现
增收。投入 1500 万元，撬动各类
资金2亿元，在3个贫困县建设扶
贫产业园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带动 1.2 万户贫困户增收。
全市 330 个贫困村全部注册了扶
贫互助协会，大力培育经济实体和
新型经营主体，提高贫困群众组织
化程度，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实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

从破旧老屋到漂亮新房，从荒山秃
岭到满目青翠……

2016年以来，我市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扶贫开发与生态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特色种养
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
特色手工业等扶贫主导产业，构建了“户
有增收项目、村有主导产业、县有扶贫产
业园”的扶贫产业格局，使贫困群众走上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路子，促进
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西宁样本西宁样本】】

【脱贫故事，叩响幸福之门】

从“一己之力”到“共同面
对”，我市把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作为脱贫攻坚的有力
举措，建立了各级干部联点、定点

帮扶、结对帮扶、“一联双帮三治”
等工作机制，实行挂钩扶贫，实现
单位结对共建帮村，党员干部结
对认亲帮户“两个全覆盖”。

中央机关单位定点扶贫、东西部
扶贫协作、“双百”精准帮扶行动累计
落实帮扶资金3亿元。加快推进“互
联网+社会扶贫”工作，已有41635人

注册为爱心人士，对接帮扶项目 62
个，帮扶资金8.9万元，越来越多的企
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参与我市脱
贫攻坚。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西宁样本西宁样本】】

“听老师说，以后我们有机会去
南京学习！真好！”正在读初二的小
毛高兴地说。今年年初，西宁市教
育局与南京市教育局签署了双方对
口帮扶合作交流协议。未来南京与

我市将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优秀
校长、教师交流培训、“智慧教育”建
设、学校结对帮扶等方面开展对口
合作交流，帮助我市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叩响幸福之门叩响幸福之门】】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西宁样本西宁样本】】

我市坚持把扶贫与扶志结合起
来，组织开展思想脱贫集中宣讲活动
670 场次，通过政策解读、典型宣传，
激发贫困群众致富愿望。扶贫与扶
智结合起来，对11750名贫困劳动力
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开展贫困劳动
力生产技术培训 3.4 万人次，大部分
受训群众有了一技之长，找到了致富
门路，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
标。扶贫与扶勤结合起来，组织贫困

群众参与村级公益事业，鼓励有条件
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调动了脱
贫致富的积极性。扶贫与精神文明
建设结合起来，规范村规民约，倡导
新生活、新理念，引导贫困群众打破
传统观念、革除陈规陋习，逐步养成
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把精力集中到
抓发展、促脱贫上。同时，建立正向
激励机制，树立起扶干不扶看、扶勤
不扶懒的鲜明导向。

今年52岁的湟中县上新庄镇白
石头村村民应措尔自身有残疾，还要
养育一个17的女儿。在没来合作社
上班前，就在自家的薄地上种点燕
麦、油菜糊口，是村里的低保兜底
户。去年，她将土地流转给湟中雪山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后，每天去合作社
的地里放苗、除草、浇水，可以挣六七
十元工资。既能照顾家还能在家门
口领工资，这要比到外面打工省心省
力，2016 年在药材地里务工就赚了

6000 余元，生活比以往大有改观。
低保户王占山以土地流转方式（每亩
250 元）入股，合同期限为三年，三年
下来也有5000余元收入。

“依托土地资源，结合白石头村
依山傍水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业，让贫困群众在自己家门口打
工挣钱的同时还能掌握一项新技能，
这样的话，以后工作队撤了，我也不
怕群众会返贫。”湟中县上新庄镇白
石头村第一书记鄂香兰说。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叩响幸福之门叩响幸福之门】】

领导亲自挂帅
“1+8+12”体系打出组合拳

衣食住行大变样 让贫困群众更有安全感

共同面对共同面对共同面对 让脱贫成果更坚实有效让脱贫成果更坚实有效

激发内生动力激发内生动力激发内生动力 让贫困群众不再返贫让贫困群众不再返贫

市扶贫办提供市扶贫办提供

市扶贫办提供市扶贫办提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黎晓刚摄

“多亏了政府的健康扶贫
政策，我才能活到现在，是好政策救

了我的命。”64岁的李成林是大通县寺寨
乡烽火村村民，家中贫困，今年年初又不幸被

确诊为直肠癌，但想到巨额的医药费还是犹豫着
不敢看病，是大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及时得知情
况，确定其为健康扶贫对象，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
急。大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积极响应国家“三个一
批”行动计划，将李成林确定为健康扶贫对象，严格
落实医疗扶贫各项措施，为患者及家属宣讲报销
政策，李成林今年住院总费用83651.75元，大通

县卫计局及时与民政、人寿保险等部门沟
通，帮助李成林报销大病保险补偿、城

乡医疗救助、保险补偿，报销比
例达92.76%。

尝尝我们种植的新品种辣椒尝尝我们种植的新品种辣椒。。

这是我的职业农民证这是我的职业农民证。。

种植当归让我们的收入翻了番种植当归让我们的收入翻了番。。

党的富民政策听得我们乐开怀党的富民政策听得我们乐开怀。。


